
摸 圣经(115次)

新约(36次)
福音书(33)
历史书(0)
保罗书信(1)

马太福音(9) 马可福音(10) 路加福音(11) 约翰福音(3)
使徒行传(0)
罗马书(0) 哥林多前书(0) 哥林多后书(0) 加拉太书(0) 以弗所书(0) 腓立比书(0) 歌罗西书(1) 帖
撒罗尼迦前书(0) 帖撒罗尼迦后书(0) 提摩太前书(0) 提摩太后书(0) 提多书(0) 腓利门书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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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书信(2) 希伯来书(1) 雅各书(0) 彼得前书(0) 彼得后书(0) 约翰壹书(1) 约翰贰书(0) 约翰叁书(0) 犹大
书(0)
启示录(0)

律法书(59)
历史书(2)

预言书(0)

约书亚记(0) 士师记(1) 路得记(0) 撒母耳记上(0) 撒母耳记下(0) 列王记上(0) 列王记下(0) 历代
志上(0) 历代志下(0) 以斯拉记(0) 尼希米记(0) 以斯帖记(1)

创世纪(12) 出埃及记(4) 利未记(27) 民数记(13) 申命记(3)
旧约(79次)

以赛亚书(2) 耶利米书(0) 耶利米哀歌(1) 以西结书(3) 但以理书(3)
小先知书(4) 何西阿书(0) 约珥书(0) 阿摩司书(1) 俄巴底亚书(0) 约拿书(0) 弥迦书(0) 那鸿书(0) 哈巴谷

书(0) 西番雅书(0) 哈该书(1) 撒迦利亚书(2) 玛拉基书(0)

大先知书(9)
诗歌智慧书(5) 约伯记(2) 诗篇(3) 箴言(0) 传道书(0) 雅歌(0)

创 3: 3 吃、也不可~、免得你们死。
19:11 他们~来摸去、总寻不着房门
19:11 他们摸来~去、总寻不着房门
27:12 倘若我父亲~着我、必以我为
27:21 我~摸你、知道你真是我的儿
27:21 我摸~你、知道你真是我的儿
27:22 以撒~着他说、声音是雅各的
31:34 拉班~遍了那帐棚、并没有摸
31:34 摸遍了那帐棚、并没有~着。
31:37 你~遍了我一切的家具、你搜
32:25 就将他的大腿窝~了一把、雅
32:32 因为那人~了雅各大腿窝的筋
出10:21 地黑暗、这黑暗似乎~得着。
19:12 也不可~山的边界、凡摸这山
19:12 凡~这山的、必要治死他。
19:13 不可用手~他、必用石头打死
利 5: 2 或是有人~了不洁的物、无论
 5: 3 或是他~了别人的污秽、无论
 6:18 ~这些祭物的、都要成为圣。
 6:27 凡~这祭肉的、要成为圣．这
 7:21 有人~了什么不洁净的物、或
11: 8 死的你们不可~、都与你们不
11:24 凡~了死的、必不洁净到晚上
11:26 洁净．凡~了的、就不洁净。
11:27 ~其尸的、必不洁净到晚上。
11:31 凡~了的、必不洁净到晚上。
11:39 有人~他、必不洁净到晚上．
12: 4 不可~圣物、也不可进入圣所
15: 5 凡~那床的、必不洁净到晚上
15: 7 那~患漏症人身体的、必不洁
15:10 凡~了他身下之物的、必不洁
15:11 无论~了谁、谁必不洁净到晚
15:12 患漏症人所~的瓦器、就必打
15:12 所~的一切木器、也必用水涮
15:19 凡~他的、必不洁净到晚上。
15:21 凡~他床的、必不洁净到晚上
15:22 凡~他所坐什么物件的、必不
15:23 人一~了、必不洁净到晚上。
15:27 凡~这些物件的、就为不洁净
22: 4 无论谁~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
22: 5 或是~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
22: 5 或是~那使他不洁净的人、（

22: 6 ~了这些人物的、必不洁净到
民 4:15 只是不可~圣物、免得他们死
16:26 什么都不可~、恐怕你们陷在
19:11 ~了人死尸的、就必七天不洁
19:13 凡~了人死尸、不洁净自己的
19:16 论何人在田野里~了被刀杀的
19:18 又洒在~了骨头、或摸了被杀
19:18 或~了被杀的、或摸了自死的
19:18 或~了自死的、或摸了坟墓的
19:18 的、或~了坟墓的那人身上。
19:21 凡~除污秽水的、必不洁净到
19:22 不洁净人所~的一切物、就不
19:22 ~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
31:19 和一切~了被杀的、并你们所
申14: 8 你们不可吃、死的也不可~。
28:29 你必在午间~索、好像瞎子在
28:29 好像瞎子在暗中~索一样．你
士16:26 求你让我~着托房的柱子、我
斯 5: 2 金杖．以斯帖便向前~杖头。
伯 5:14 黑暗、午间~索、如在夜间。
12:25 在黑暗中~索、又使他们东倒
诗104:32 便震动．他~山、山就冒烟。
115: 7 有手却不能~．有脚却不能走
144: 5 亲自降临．~山、山就冒烟。
赛59:10 我们~索墙壁、好像瞎子．我
59:10 我们~索、如同无目之人．我
哀 4:14 以致人不能~他们的衣服。
结23: 3 抱他们的怀、抚~他们的乳。
23: 8 抚~他的乳、纵欲与他行淫。
23:21 人拥抱你的怀、抚~你的乳。
但 8:18 睡．他就~我、扶我站起来、
10:16 ~我的嘴唇、我便开口向那站
10:18 像人的、又~我使我有力量。
摩 9: 5 主万军之耶和华~地、地就消
该 2:13 若有人因~死尸染了污秽、然
亚 2: 8 ~你们的、就是摸他眼中的瞳
 2: 8 们的、就是~他眼中的瞳人。
太 8: 3 耶稣伸手~他说、我肯、你洁
 8:15 耶稣把他的手一~、热就退了
 9:20 耶稣背后、~他的衣裳繸子．
 9:21 我只~他的衣裳、就必痊癒。
 9:29 耶稣就~他们的眼睛、说、照

14:36 求耶稣准他们~他的衣裳繸子
14:36 繸子、~着的人、就都好了。
17: 7 ~他们说、起来、不要害怕。
20:34 把他们的眼睛一~、他们立刻
可 1:41 就伸手~他、说、我肯、你洁
 3:10 有灾病的、都挤进来要~他。
 5:27 在众人中间、~耶稣的衣裳．
 5:28 我只~他的衣裳、就必痊癒。
 5:30 转过来、说、谁~我的衣裳。
 5:31 众人拥挤你、还说谁~我么。
 6:56 耶稣只容他们~他的衣裳繸子
 6:56 繸子．凡~着的人就都好了。
 8:22 带一个瞎子来、求耶稣~他。
10:13 要耶稣~他们、门徒便责备那
路 5:13 耶稣伸手~他、说、我肯、你
 6:19 众人都想要~他．因为有能力
 7:39 必知道~他的是谁、是个怎样
 8:44 ~他的衣裳繸子、血漏立刻就
 8:45 ~我的是谁．众人都不承认、
 8:45 卷在此有你还问~我的是谁么
 8:46 总有人~我．因我觉得有能力
 8:47 把~他的缘故、和怎样立刻得
18:15 要他~他们．门徒看见就责备
22:51 就~那人的耳朵、把他治好了
24:39 ~我看看．魂无骨无肉、你们
约20:17 不要~我．因我还没有升上去
20:27 ~（摸原文作看）我的手．伸
20:27 ~原文作看）我的手．伸出你
西 2:20 尝、不可~、等类的规条呢。
来12:18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~的山、
约壹 1: 1 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~过的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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